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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3(b) 

交通运输领域的重大议题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随着亚洲及太平洋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增长，加上逐步却显著的人口增

长，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对客运和货运服务的衍生需求激增。交通运输活动

愈发频繁，特别是道路运输，致使交通运输部门继续定位为温室气体和污染

的主要排放方和化石燃料的主要消费方，导致《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执行进展出现了倒退。 

本文件回顾了交通运输部门面临的挑战，有助于重点指出需要在本区域

加快低碳交通运输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7、9、11、13 和

14。文件还讨论了能够推动本区域向低碳交通运输社区过渡的措施和干预工

作，重点是区域供应链的脱碳和低碳运输。文件进一步探讨了从 2019 冠状病

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并强调利用先进技术支持

在实现环境可持续出行方面取得进展。 

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不妨根据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

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年)，特别是其城市交通、低碳运输和交通运输

数字化等专题领域，审议本文件中所述的政策方向、行动和活动。部长级会

议还不妨分享与环境可持续性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有关的国家、双边和多边

政策和举措的最新情况和部分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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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亚太区域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均呈现快速增长。随着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增

长，加上本区域逐步却显著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对客运和运输

服务的衍生需求激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的《ITF 交通运输

展望 2021》预计，2050年全球旅客运输需求与 2015年相比将增长 2.3倍，货

物运输增长 2.6倍。 

2. 交通运输活动愈发频繁，特别是道路运输，致使交通运输部门继续定位

为温室气体和污染的主要排放方和化石燃料的主要消费方。国际能源署数据

库表明，道路货运继续主要依赖化石燃料，柴油占所消耗能源的 90%，汽油占

10%，2000 年至 2018 年期间的消费模式没有明显变化。此外，整个亚洲大多

数国家，特别是其人口稠密的城市，都遭受着严重的颗粒物形式的空气污

染，这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所有人口的健康和福祉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3. 然而，随着 2020 和 2021 年运输活动的急剧下降，全世界经历了这一趋

势的逆转。在受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影响最为严重的部门中，

交通运输部门在 2020 年因封锁而导致在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的空前下跌中所

占份额最大。
1
  虽然排放量的下降并不反映结构性变化，因此很可能是暂时

的，但还是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 

4. 本文件探讨了交通运输需求的上升、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耗、排放和

空气污染状况，以及 COVID-19 大流行及其环境外部性的影响。文件还讨论了

重点领域的措施和干预工作，这些措施和干预工作有助于防止交通运输部门

的排放反弹至 COVID-19 之前的水平，并能够推动本区域向低碳运输社区过

渡。 

二． 亚太区域：现状与挑战 

A．不断增长的交通运输需求 

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其《2019 年亚洲及太平洋

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审查：应对货运面临的挑战》中指出，在直接影响

亚洲及太平洋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能力的所有因素中，货运作为

向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过渡的持续挑战和巨大机遇赫然在列。由于经

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预计本区域将出现贸易份额以及由此带来的货运量的大

幅增长。《ITF交通运输展望 2017》估计，亚洲在 2015年至 2050年期间仅水

陆货运的吨公里数就将增加 261%，占全球水陆货运的三分之二以上。 

6. 据该亚太经社会出版物解释，交通运输和流动性已经消耗了本区域大部

分自然资源，而需求因地理上分散的供应链的出现和持续发展而加剧，因此

仍持续处于超出能力范围的边缘。仅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亚太经社会估

 

1
 Corinne Le Quéré and others, “Temporary reduction in daily global CO2 emissions 

during the COVID-19 forced confinement”,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 10, No. 7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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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亚太区域需要总投资 1 260亿美元以升级改造区域交通运输系统，并建设

铁路、公路和多式联运网络中发现的空缺路段。 

7. 此外，人口增长迅猛。亚洲大陆占世界人口的 60%，但只占世界陆地面积

的 30%。
2
  预计亚洲的人口数量将持续攀升，2050年估计将达到 53亿。

3
  表

1 载有 2010 年以来部分亚洲国家客运活动的数据。印度和中国的旅客里程数

较高，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较大。印度的客运活动增速遥遥领

先，自 2010 年以来增长了 122%。日本的增长率最低，为 11%。 

表 1 

部分亚洲国家的客运活动 

国家 客运活动(百万客运

公里) 

与 2010年相比增长值

(百分比) 

中国 3 534 920  27 

印度 20 879 333 122 

印度尼西亚    114 202 43 

日本    611 250 11 

俄罗斯联邦    635 000 32 

 

资料来源：可持续低碳交通运输伙伴关系，《2021 年交通运输与气候变化全球进展报

告》(第二版)(2021 年，布鲁塞尔)。 

注：除印度(2017 年)、印度尼西亚和日本(2018 年)外，均为 2019 年客运数据。 

8. 大部分人口增长将出现在城镇地区。亚太区域的城市化步伐一贯迅速。

2019 年，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估计，本区域城市人口首次占到多数，超过 23

亿人生活在城市。预计到 2050年，城市人口将增长到近 35亿。随着亚洲经济

的繁荣，个人收入的增加使公民能够购买私家车或摩托车来满足其出行需

求。由于亚洲城市化和机动化的模式，预计 2015年至 2050年间客运需求将翻

一番。
4
  

9. 虽然贸易、人口和城市化的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源泉，但由此衍生的

交通运输需求也加剧了拥堵、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下一节探讨了交通运输

部门的能源消费排放和空气污染。 

 

 

2
 《 世 界 人 口 评 论 》 ， “2021 年 亚 洲 人 口 ” 。 可 查 阅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ntinents/asia-population/(2021 年 8 月 25 日访

问)。 

3
 人 口 资 料 局 ， “ 世 界 人 口 数 据 表 ” 。 可 查 阅

https://spark.adobe.com/page/73lXWbgFnO7Nz/(2021 年 8月 25 日访问)。 

4 经合组织，《ITF 交通运输展望 2021》(2021 年，巴黎)。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ntinents/asia-population/
https://spark.adobe.com/page/73lXWbgFnO7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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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排放和空气污染 

1. 能源消费 

10. 亚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货

运和客运的需求均持续增长，这导致了能源需求的增长。主要以化石燃料为

动力源的运输部门占 2018年石油消费总量的 52%(见图一)，而 1990年则约为

40%。 

图一 

亚太区域按部门分列的成品油最终消费情况，2018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根据经合组织/国际能源署

“2020 年世界能源结余”数据和数据库进行的计算。可查阅 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data-products?filter=balances%2Fstatistics(2021 年 8 月 25 日访问)。 

11. 在本区域的运输部门中，货运和物流占总能源使用量中相当大的部分，

在许多国家高达 40%以上。2012年，货运量占全球运输能源消费总量的 39%，

其中公路货运卡车占最大份额，即 23%。
5
 

2. 排放和污染 

12. 城市化和机动化的快速步伐也推动了交通部门的能源需求，给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交通基础设施已经跟不上车

辆数量的增长。亚洲及太平洋的许多城市每天都会发生交通拥堵。世界上最

 

5 美利坚合众国能源情报署，《2016 年国际能源展望》(2016 年，华盛顿特区)，第 130页。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products?filter=balances%2Fstatistics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products?filter=balances%2F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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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的 10 个城市中有 8 个位于亚太经社会成员国：莫斯科、印度孟买、马尼

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印度班加罗尔、新德里、俄罗斯联邦新西伯利亚和

曼谷，这些城市 2020年的交通拥堵程度最高，不过与 2019年相比，拥堵水平

大幅下降。
6
  同时，高机动化率也导致本区域许多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攀升，

车辆排放和噪音污染更加严重，空气质量也不断恶化。 

13. 在全球范围内，交通运输部门约占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

的 24%，其中大部分排放来自道路运输。
7
  同时，交通运输部门的排放预计

将比其他部门的排放增速更快，这破坏了旨在按照气候目标削减总排放量的

努力。根据《ITF 交通运输展望 2021》，当前的政策将导致到 2050 年，碳排

放增加 16%；然而，雄心勃勃的脱碳政策可以减少近 70%的碳排放。2018年，

亚太区域交通运输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 13%(见图二)。 

图二 

亚太区域按部门分列的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所占百分比，2018年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国际能源署“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库的

数据计算。可查阅 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products?filter=emissions 

(2021 年 8 月 25 日访问)。 

 

6
 TomTom 交通指数。可查阅 www.tomtom.com/en_gb/traffic-index/(2021 年 8 月 25 日访

问)。 

7
 国际能源署，《2020 年交通运输追踪》(2020 年，巴黎)。 

电力和热力

50.28

其他能源行业

3.60

工业

24.71

交通运输

13.50

居民

4.06

其他部门

3.85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products?filter=emissions
https://www.tomtom.com/en_gb/traffic-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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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超过 70%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是由城市产生的。
8
  利用亚太经社会开

发的用于评估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性的出行评估工具——可持续城市交通指

数，对本区域 20 个城市的现有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粗颗粒物(PM10)的年平

均值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其导则中设定的上限。交通运输排放

是一个公共卫生关切，因为它助长了空气质量恶化、呼吸道疾病和过早死

亡。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尽管许多国家采取了更严格的车辆法

规，但交通运输部门仍然是全球与空气污染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负担的主

要成因。
9
 

15. 交通运输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到解决方案，解决日益增长的货运和出行需

求，同时降低交通运输部门的碳足迹。目前正在努力通过制定更严格的车辆

排放标准、减少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加强更优秀的燃料经济性标准和加大清

洁燃料的使用，来减少交通运输部门的排放。在城市交通方面，迄今为止的

努力包括诱导从私人机动车向公共交通系统的模式转变，促进主动交通和非

机动化交通，以及提高机动车的燃油经济性。虽然车辆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燃

油效率，但这些提高往往被不断增长的交通运输需求和增加的车辆里程所抵

消。公共交通是可持续交通战略的核心，由于需求减少以及由于大流行而转

向私人和非机动化交通，公共交通的使用量有所下降。 

C．2019 冠状病毒病及其环境外部性 

16. COVID-19 大流行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工作、学习、购物

和出行方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感受到其影响。截至 2021年 8月 17

日，全球计有 400 多万人死于这场大流行。
10
  随着感染攀升和新变种的出

现，发病率和死亡率将继续上升，直到全球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接种疫

苗。交通运输部门遭到沉重打击，因为全球各国政府关闭了边境，实施了封

锁、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以减少 COVID-19 的传播，导致人员流动减

少，经济活动下降。 

17. 尽管如此，2020 年为应对疫情而在全球范围内启动的封锁对环境产生了

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空气污染有所下降。经济活动降低，边境关闭，道路

上的车辆减少，导致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需求大幅下降，这反过来又导致交

通运输部门的排放减少。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被封锁地区的道路运输下

降了 50%至 75%，到 2020 年 3 月底，全球平均道路运输活动降至 2019 年水平

的 50%左右。
11
 

 

8 Sabrina Zwick, “Suburban living the worst for carbon emissions – new 

research”, The Conversation, 6 July 2021. 

9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2050 年远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运输部门脱碳的战

略”(2020)。 

10
 世卫组织 COVID-19 看板。可查阅 https://covid19.who.int/(2021 年 8 月 18 日访问)。 

11
 国 际 能 源 署 ， “ 交 通 运 输 ： 提 高 客 运 和 货 运 的 可 持 续 性 ” 。 可 查 阅

www.iea.org/topics/transport。 

https://covid19.who.int/
https://www.iea.org/topics/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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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国际能源署还表示，2020 年全球能源需求减少了约 4%，全球与能源相关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下降 5.8%，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据可查的最大降

幅。
12
  该机构在 2021年发表的一份评估报告中表示，石油受到的冲击最大，

出行限制导致对交通运输用燃料的需求相比 2019年减少了 14%。
13
  对全球 10

个城市政府强制封锁期间空气质量数据的分析揭示，与 2019 年同期相比，10

个城市中有 9 个的细颗粒物(PM2.5)有所下降，其中 7 个城市的 PM2.5 降幅在

25%-60%之间。
14
  虽然交通运输部门并不是导致空气质量恶化的唯一因素，

但它是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和颗粒物等空气污染物的来源，这些污染物都是

由内燃机排放的。 

19. 随着经济活动和交通运输需求的增加，亚洲及太平洋几个城市在 2020 年

COVID-19 封锁期间空气质量的重大改善正在逐渐消退。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

计，尽管道路运输活动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低迷，但预计将在 2021 年

的最后几个月恢复到 COVID-19之前的水平。
15
  

20. 虽然暂时的积极变化并不反映结构性变化，但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第

三节讨论了重点领域的措施和干预工作，这些措施和干预工作有助于防止交

通运输部门的排放永久性反弹至 COVID-19 之前的水平，并能够推动本区域向

低碳运输社区过渡。 

三． 亚洲及太平洋重建得更好并加快低碳运输行动 

21. 本节重点指出了旨在加快本区域低碳运输行动，同时重建得更好的措施

和干预工作。这些措施涉及区域供应链的脱碳、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电力和

低碳出行，以及智能交通技术等先进技术，这些可以有助于防止该部门排放

的永久性反弹，并推动其低碳转型。 

A．区域供应链脱碳 

22. 由于碳排放的大部分增长预计将集中在亚洲，积极脱碳政策的重要性如

何强调也不为过。此外，随着近年来广泛的异常天气模式和不断加剧的自然

灾害，气候变化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区域供应链去碳化的需求也变得愈发

迫切。 

23. 区域供应链的脱碳需要综合各种办法，从通过针对具体模式的政策来减

少碳排放，到促进转向铁路和水运等更加可持续的运输方式，以及在提供多

式联运和物流解决方案时实现运输方式的最佳整合。 

 

12
 见 国 际 能 源 署 ， “ 全 球 能 源 回 顾 2020” ， (2021 年 3 月 2 日 ) 。 可 查 阅

www.iea.org/articles/global-energy-review-co2-emissions-in-2020。 

13
 国际能源署，“2021 年全球能源评论：评估经济复苏对 2021 年全球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

排放的影响”(巴黎，2021 年)。 

14
 IQAir, “COVID-19 air quality report” (2020). 可 查 阅

www2.iqair.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COVID-19-Impact-on-Air-

Quality-in-10-Major-Cities_V6.pdf(2021 年 8 月 19 日访问)。 

15
 国际能源署，《2021 年全球能源回顾》。 

https://www.iea.org/articles/global-energy-review-co2-emissions-in-2020
https://www2.iqair.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COVID-19-Impact-on-Air-Quality-in-10-Major-Cities_V6.pdf
https://www2.iqair.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COVID-19-Impact-on-Air-Quality-in-10-Major-Cities_V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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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动针对具体模式的脱碳政策 

24.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正在采取各种交通运输的脱碳举措。其中许多措施与

道路运输有关，因为道路运输导致的碳排放尤为严重。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是

促进电力出行(见第 3节 B小节)和相关基础设施。 

25. 然而，各国在脱碳方面的能力和意愿程度差异很大。目前在亚洲公路网

沿线实施的国家道路运输排放标准法规范围相当于欧洲排放标准(欧洲标准)

二级至四级。很难为本区域指定一个共同的排放标准，因为各成员国对欧二

级至欧四级的适用情况各不相同。如果建议的排放标准相当于欧五级或欧六

级，采用较低标准的成员国将不得不支付新款发动机或车辆污染控制装置的

费用，以便满足更高的标准。相反，如果建议本区域采用较低的排放标准，

适用较高标准的成员国很可能会因为车辆排放的环境影响而拒绝只符合较低

标准的车辆驶入。
16
  因此，与其在亚洲公路网沿途指定一个全区域的统一排

放标准，不如采取灵活、循序渐进的办法，使每个成员国能够根据本国的具

体情况逐步提高排放标准。例如，大韩民国的标准逐步提高，从 2003 年的欧

三级提高到 2014年的欧六级。
17
 

26. 除排放标准外，其他与车辆有关的脱碳措施包括环保驾驶培训方案以及

车辆检验、维修和报废。成员国正在实施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或征收拥堵费的

相关财政措施，让道路运输脱碳。最近，印度政府宣布了一项车辆报废政

策，以创造可行的循环经济，旨在减少污染，提高燃料效率，并鼓励使用电

动汽车。 

27. 此外，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减少碳排放：通过技术升级来改善道路车辆

性能，提高运营绩效，以及持续开发高度自动化和全自动化的车辆。其他抑

制碳排放的措施与燃料有关，例如燃料经济性标准和使用替代燃料，包括可

再生碳氢生物燃料
18
  和绿色氢燃料。

19
 

28. 成员国正朝着提高铁路运输能效和零碳排放的方向发展。虽然电气化仍

然是铁路脱碳的首选方法，但由于经济或技术原因，在实现电气化面临着较

大挑战的地方，可使用新的技术。为了进一步推动铁路运输的脱碳，使用最

先进的电池、氢燃料电池、生物柴油和其他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柴油牵引的可

行替代方案。 

 

16
 亚太经社会，《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协调道路车辆重量、尺寸和排放标准的能力，促进

亚洲公路网沿线运输：研究报告》(2020 年，曼谷)。 

17
 DieselNet, “Korea: heavy-duty engines”. 可 查 阅

https://dieselnet.com/standards/kr/hd.php(2021 年 8 月 25 日访问)。 

18
 Adeola Suhud Shote, “Biofuel: an environmental friendly fuel” in Anaerobic 

Digestion, Rajesh Banu Jeyakumar, ed. (London, IntechOpen, 2019). 

19
 Renee Cho, “Why we need green hydrogen”, Columbia Climate School, 7 January 

2021. 

https://dieselnet.com/standards/kr/h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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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鉴于进一步实现铁路运输脱碳的重要性日益得到认可，秘书处为成员国

制定了关于铁路运输脱碳路径的建议。
20
  这些建议包括根据一套可接受的地

理、经济和运营标准对各国进行分组，以制定脱碳路径，确定具体的解决方

案和适当的支持政策，实现低碳铁路货运。秘书处提供了一种战略工具——

成熟度评估汇总表，根据四个参数，即电力供应来源、配套基础设施、资金

可用性和管理优先事项，绘制各条铁路的铁路脱碳成熟度水平和能力。 

30. 谈到海上运输，它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量的五分之四，约占 2018 年碳

排放总量的 3%，国际海事组织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到 2050年，国际航运

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 2008年至少减少 50%。
21
  成员国正在实施以技术

创新为重点的各种航运政策，以实现航运活动的高效率和低排放。造船和船

舶运营中的生态友好技术创新体现在低碳高效的 3E 级船舶上，因规模经济

(economy of scale)、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和改善环境影响

(environmental impact improvement)的设计原则而得名。信息和通信技术、

高效和低排放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预计将在未来进一步促进这一变化。 

31. 鉴于航运业务集中在亚洲，而且亚洲国家是主要的造船、船东和拆船经

济体，而按载重吨位计算，一些太平洋岛国是主要注册旗国，因此，亚太经

社会成员国在全球海事去碳化努力中可发挥关键作用。
22
  

32. 本区域许多国家投资生态友好型船舶的能力，国内船舶的国家环境标准

往往达不到国际标准。这意味着需要适用的技术替代方案和政策建议，以协

助成员国设计、规划和制定可持续海上互联互通的脱碳政策。此外，成员国

之间通过区域对话开展合作并加强伙伴关系，包括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将使

此类政策受益匪浅。 

2. 通过模式转换实现区域供应链脱碳 

33. 供应链脱碳的有效途径之一是转向更可持续的运输方式，包括铁路和水

路运输。在本区域大多数国家，道路运输是货运和客运的主导方式，在一些

国家的份额高达 80%至 90%。 

34. 向更可持续的运输方式转变是许多成员国减轻运输负面外部效应的政策

优先事项。例如，泰国国家运输战略的目标是将铁路运输的货运比例从 1.5%

提高到 5%。印度铁路部门致力于将铁路运输的货运量从 2015 年的约 35%提高

到 2030年的 45%。
23
  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需要应对多重挑战，包括

筹资方面的挑战，整个区域的脱碳工作可能不会有统一的药方。虽然一些一

般性的建议在区域层面有所裨益，但每个铁路网在规模、运力、运输组合和

竞争方面都不同。因此，有必要进行细粒度分析，以了解个别铁路沿线现有

 

20
 亚太经社会，“加强亚洲及太平洋转向可持续货运：通过铁路脱碳带来的机遇”(2021

年，曼谷)。 

21 国际海事组织，《2020 年海事组织第四次温室气体研究》(2020 年，伦敦)。 

22
 《调整风帆：加快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海洋区域行动》(联合国出版物，2020)。 

23
 联合国，“印度铁路网的环保化步入正轨”， 2020 年 10 月 4 日。可查阅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10/1074552。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10/107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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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国际和过境运输的型式和数量，在根据分析制定具体建议时，应考

虑到主要的工作流，实施模式和费用。 

35. 除了铁路，水路运输在本区域尚有巨大的潜力。它低成本、低污染、低

碳，在降低物流成本、燃油消耗、空气排放、交通拥堵、噪音和道路交通事

故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以里程和货运量计，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内河

航运系统。
24
  本区域许多国家正在作出重大努力，以加大其水路在货运业务

中的使用。 

3. 通过一体化联合运输实现区域供应链脱碳 

36. 多式联运不仅在脱碳和模式转换方面具有上述裨益，而且本质上是一种

脱碳解决方案。陆港等多式联运可以在降低供应链的碳足迹方面发挥促进作

用。降低多式联运业务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减少多式联运所需的时间和车辆在

多式联运设施(海港、陆港、铁路和公路站点)停留的时间，减少空载或低效

的车辆行程，并尽量减少其他导致非生产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可能性运输延

误。 

37. 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一步开发、部署和实施数字系统和解

决方案来予以实现，这些系统和解决方案可以使运输业务的规划合理化，并

减少不必要的延误。此外，在中期阶段，为陆港等多式联运设施提供服务的

车辆和设备(例如牵引车、自走式起重机和正面吊运起重机)应配备低排放发

动机，长期则应配备零排放发动机，具体取决于制造商是否提供此类设备。 

38. 在 2006 年通过的《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釜山宣言》中，交通运输

问题部长级会议阐明了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对亚洲及太平洋一体化、国

际化和多式联运和物流系统的共同愿景。
25
  此后，秘书处通过其交通运输区

域行动方案，积极支持亚太国家发展该系统。 

4. 利用经社会的政府间机制支持区域供应链的脱碳 

39. 本区域的一体化多式联运网络由《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泛亚铁路

网政府间协定》和《政府间陆港协定》正式确定，并由亚太经社会履行秘书

处职能，为支持进一步的脱碳举措提供了平台。 

40. 在题为“亚洲公路分级和设计标准”的《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附件

二中已经提到了设计和施工标准的环境层面，其中规定，在筹备新建道路项

目时，应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虽然《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

和《政府间陆港协定》不包含与环境有关的具体条款，但它们通过促进更可

持续的运输方式(如铁路)并推动多式联运一体化，为脱碳作出了贡献。 

41. 各个网络的成员国可以进一步利用政府间协定建立的平台，在设计和建

造本区域及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时，探索运输脱碳的良好做

法，并确定实施这些良好做法的手段。鉴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中向

 

24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运输(2016年，马尼拉)。 

25
 E/ESCAP/63/1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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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货运转变的紧迫性，可以在各网络的框架内考虑制定区域供应链脱碳

的蓝图或计划。 

42. 此外，根据《巴黎协定》，各国政府已同意努力将全球升温限制在2℃，

理想的限制是 1.5℃，努力实现相关的缓解和适应战略，并提供所需资金。然

而，适当规划减少区域供应链碳排放的行动需要货运和相关排放方面的数

据，而本区域许多国家需要加强此类数据的收集工作。此外，在本区域各国

的国家自主贡献中，很少提及减少排放的货运举措。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

深政策制定者对货运部门减少排放和相关外部性的潜力的理解，并扩大货运

减缓行动在国家自主贡献中的作用。 

B．加快低碳出行 

43. 随着人们向城市地区移民以寻求经济机会和更好的生活质量，本区域正

在进行的农村—城市移民意味着，交通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方案，以满足城

市地区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同时减少交通部门的碳足迹。迄今所做的努力

包括综合城市发展规划，促使交通模式从私有机动车向公共交通系统转变；

促进电动和低碳出行，以及主动和非机动化交通；提高机动车的燃油经济

性。 

1. 城市交通一体化发展 

44.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枢纽和驱动力；提供了就业和经济增长。城市交通系

统使城市人口能够获得工作、商品和服务，是城市发展和规划的一个组成部

分，并使城市增长成为可能。随着亚洲城市发展城市交通系统和基础设施以

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交通需求和个人车辆的使用的上升导致了

交通拥堵，这导致城市地区的负面外部性显著增长，如经济损失、能源消耗

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以及空气质量恶化。 

45. 亚洲城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1.2 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包括

增强出行、确保无障碍以及提供高质量和包容性的出行服务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减少排放、拥堵和污染。一个城市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出行管理方式的影响。
26
  因此，国家和城市有机会加快低碳发展的进展。 

46. 亚洲在改善城市出行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可持续低碳交通运输伙伴关系

的《2021 年交通运输与气候变化全球进展报告》第二版重点指出了在巴基斯

坦拉合尔、雅加达和印度那格浦尔新开通的大众交通线路，在中国的许多城

市以及曼谷，城市交通网络的扩张正在取得进展。然而，许多城市中公共交

通方式占有率仍然较低，使用私人车辆依然占主导地位。 

47. 国家和市政当局有责任规划和实施整体和全面的低碳城市出行路径。为

了增强城市出行的整体可持续性并监测进展情况，这些当局需要制定和实施

将城市发展和公共交通相结合的规划。使用可持续城市交通指数和准则来评

 

26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and Urban Land Institute, Urban Mobility: 10 Cities 

Leading the Way in Asia-Pacific(Singapor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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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城市交通的现有状况，可以支持国家和城市的整体交通规划，分配资源以

改善指标的薄弱表现，并监测改进情况。在 2021 年 6 月举行的主题为“城市

与交通运输：安全、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区域会议上通过的《曼谷宣言》申

明，可持续城市交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有效、和谐地满足公众对交通服务的

需求，确保城市交通系统服务的高质量和城市地区良好的可达性，以及促进

一体化多式联运城市交通网络，以有效满足城市交通需求。 

2. 电动出行和低碳出行 

48. 交通运输部门几乎完全依赖化石燃料。交通运输部门的排放量增长速度

超出了其他任何行业。交通需求正在上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

者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运输的碳足迹，同时确保所有人的可持续出行。在这

方面，部署电动汽车愈发被视为一种满足交通需求同时减少交通部门排放的

解决方案。事实上，电动汽车的尾气排放为零，如果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相结

合，电动汽车可以大幅减少整体温室气体排放，并为交通脱碳作出贡献。 

49. 尽管电动汽车有诸多好处，但它在全球车队中只占很小的份额，要想以

实现气候目标所需的规模减少车辆排放，就必须迅速普及电动汽车。加快部

署电动汽车还可以导致空气质量得到改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并提供其他

共同好处，如减少噪音污染，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和福祉。 

50. 几个成员国已经出台了政府政策，以促进电动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的部

署。例如，中国政府一直在实施一项促进向电动汽车过渡的计划，电动公交

车已达到 50多万辆。自 2009年以来，旨在推广电动汽车的政策已经推出，首

先是“十城千辆”方案下的大规模试点项目。中国有三个城市，即广州、深

圳和西安，运营着 100%电动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印度，关于更快采用和制造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计划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已经推出，以支持混合动力汽

车和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最近，泰国政府推出了电动汽车政策，旨在加快

该国的电动汽车生产。根据该计划，到 2030 年，泰国制造的所有车辆中 30%

将是电动汽车。该计划还为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商提供了财政和财政激励措

施以及安全标准。
27
 

51. 本区域的电力出行倡议为各国迈向低碳出行提供了巨大的机遇。然而，

经验表明，电动汽车的成功推出需要慎重规划，并在一系列领域辅以支持性

政策，包括筹资和财政问题、监管框架和能源政策。因此，本区域各国将从

经验分享、规范制定和能力建设中受益。 

3. 主动出行和非机动化交通 

52. 城市交通政策的传统办法侧重于产生实际流动和提高速度，而不是保证

通行。这种办法往往会导致诱导需求，从而加剧拥堵、污染和温室气体排

放。以汽车为导向的扩张也导致分配给道路和道路空间的土地主要由私家车

 

27
 “Thailand unveils roadmap to 30% EV production in 10 years”, The Nation 

Thailand, 13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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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损害了公共交通以及步行和骑车的设施。对私人机动化交通的关注也

往往会加剧不平等和社会排斥。 

53. 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系统满足了来自不同收入群体的城市居民的出

行和无障碍需求。大多数人每天使用非机动化交通工具，包括步行、骑车和

其他形式的人力交通工具，用于上下班和在城市中活动。
28
  它是最环保的交

通方式，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微乎其微。  

54. 非机动化交通一度与扶贫和利用当地技术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环境

友好型交通意识的日益增强，非机动化交通现在被认为是一种方便、低成本

和无污染的运输方式。研究表明，一辆汽车只需行驶 26 200公里就会产生一

吨二氧化碳排放，而步行或骑自行车产生一吨二氧化碳则需要里程超过 17 万

公里。
29
  同样明显的是，主动出行可以带来多种健康益处。 

55. 鉴于非机动化交通的相关社会、健康和环境效益，许多城市已将非机动

化交通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纳入常规交通规划的进程中。曼谷和越南胡志明市

的自行车专用道，以及达卡的人力车专用道并不是什么新概念。第四十一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共享单车项目在 2017 年帮助减少

碳排放量约 700 万吨。在中国的城市里，这样的成功例子不胜枚举。例如，

回龙观—上地自行车道(北京第一条自行车专用道)帮助缓解了回龙观和上地

之间的交通拥堵，通勤人数约为 11 600人。
30
 

56. 在“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

(2017-2021 年)”中指出，尽管本区域各城市的城市交通方式多种多样，包括

非机动化交通，但仍有大量改进的机会。大会在其关于改善全球道路安全的

第 74/299 号决议中，鼓励会员国考虑到机动化和非机动化运输以及其他易受

伤害的道路使用者的需要，提供更安全的道路基础设施，努力确保所有道路

使用者的安全和保护。还鼓励会员国推动无害环境、安全、易于利用和负担

得起的高质量交通方式，特别是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化交通。 

C．利用先进技术 

57. 智能交通(包括智能交通系统)一直引领着交通的数字化。智能交通通过

先进的技术，颠覆了传统交通系统和服务的存在和遗留问题，从而改变了这

种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智能交通作为一种使交通更安全、更清洁、更

高效的手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兴趣，这直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7、9 和 11。此外，考虑到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不平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智能交通也间接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5、8和 10的实现。 

 

28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主动出行”。可查阅 www.itdp.org/key-issues/health-

safety/active-mobility/(2021 年 8 月 25 日访问)。 

29
 《2013 年亚洲及太平洋运输发展概览》(ST/ESCAP/2667)。 

30
 见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event-documents/Final_UNESCAP_ 

sustainable_urban_transport_2020-31October2020.pdf。 

https://www.itdp.org/key-issues/health-safety/active-mobility/
https://www.itdp.org/key-issues/health-safety/active-mobility/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event-documents/Final_UNESCAP_sustainable_urban_transport_2020-31October2020.pdf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event-documents/Final_UNESCAP_sustainable_urban_transport_2020-31October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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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交通：应用和潜在作用 

58. 智能交通是指促进可持续交通服务的硬件、技术和战略。智能交通包括

智能交通系统，可被定义为以更安全、更智能和更环保的方式加强交通系统

可持续性的各种技术的集聚体。
31
  已经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智能交通，以应对

交通需求。表 2 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智能交通技术类型，包括已经被广泛采

用或即将在本区域推出的新兴技术。该表还列出了每种技术的应用及其在客

运和货运中的适用性。 

表 2 

智能交通技术的类型 

类别 主要功能 适用范围 
适用性 

旅客运输 货运 

传
统
技
术
 

先进交通

管理系统 

通过交通管理中心改善交通

运营，交通管理中心利用各

种信息/各种设备收集、处

理和分发实时交通数据 

先进交通信号控制 √ √ 

自动交通执法 √ √ 

电子收费 √ √ 

实时交通监控 √ √ 

主动交通管理 √ √ 

先进旅客

信息系统 

通过各种经处理的信息发布

设备向旅客更新旅行前和途

中的交通信息 

移动/线上/路边交通

信息 

√ √ 

实时停车信息 √ √ 

车载信息 √ √ 

先进公共

交通系统 

利用不同的信息技术和交通

管理策略，提高公共交通服

务的效率和可靠性，改善用

户的安全和便利 

自动收费 √  

自动乘客信息 √  

自动车辆定位 √ √ 

商用车辆

运营 

提高与商用车辆运送货物和

乘客相关的业务和活动的效

率 

车队/货运管理  √ 

电子清关  √ 

危险材料规划和事件

响应 

 √ 

在途货物监控和码头

管理 

 √ 

 

31
 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智能交通系统监管框架导则》(2019 年，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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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主要功能 适用范围 
适用性 

旅客运输 货运 

新
兴
技
术
 

协作式智

能交通系

统/联网

车辆 

利用交通方式的概念，基础

设施和设备相互通信，从而

缓解拥堵、降低油耗和排

放，并提高可靠性、机动性

和道路安全 

车连万物，包括车连

车和车连基础设施 

√ √ 

车辆编组 √ √ 

智能出行 包含各种交通技术、服务和

方式，通过提供用户定制的

交通服务来提升出行体验 

拼车/共享汽车 √  

顺应需求的公交 √  

出行即服务 √  

微出行 √  

无人驾驶

汽车 

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旅

行，使用卫星定位系统和传

感器以确定适当路径，同时

考虑到障碍物和交通标志 

无人驾驶汽车(也称

为自动驾驶车辆、自

动化车辆和无人驾驶

车辆) 

√ √ 

 交通专用

大数据 

收集和分析所有类型的交通

数据，并为交通规划、运营

和管理提供实时的综合解决

方案 

自动收费系统(智能

卡)数据库 

√ √ 

智能出行服务的动态

优化数据 

√ √ 

 

2. 更广泛部署可持续智能交通的好处 

59. 如上所述，智能交通可以在诸多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在安全方面，鉴于许多成员国的高伤亡率，各种监测、操作和管理应用程序

可以为减少车祸和其他事故作出贡献。在可达性和互联互通方面，智能交通

可以通过面向用户的交通服务提高交通可达性和互联互通。为提高效率，可

尽量减少交通瓶颈(例如交通阻塞、装卸货物的等候时间)，并可通过交通管

理及业务中心加强整体交通管理。智能交通可以在不同的交通方式之间保持

一致的运力。对于环境来说，优化的交通管理和运营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和空车行程，智能交通可以改善路线规划，提高运输的运营效率。 

60. 智能交通的效率和环境效益对于实现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至

关重要。亚太经社会题为“利用智能交通技术减少亚太区域交通运输部门温

室气体排放”的报告表明，东南亚、北亚和中亚、南亚和西南亚以及太平洋

区域智能交通的能源和排放效益合计可节约大约 320万至 5 700万美元。在巴

库、曼谷、新德里和苏瓦，智能交通的综合能源和排放效益从 88 430美元到

大约 410 万美元之间不等。如表 3 所示，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有着种种潜在益

处，因此被列为成员国国家自主贡献的交通减排战略。虽然术语各不相同，

但一些成员国已经在其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到智能交通这一减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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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员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智能交通实例 

国家 国家自主贡献节录 

阿塞拜疆 “…智能运输管理系统的改进和范围拓展…” 

中国 “推进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加快

智慧交通建设，推动绿色货运发展”。 

库克群岛 “此外，库克群岛正在寻求采用成熟的低碳交通技术，目前正

在探索促进向清洁能源交通过渡的最有效激励措施”。 

日本 “…通过生态驾驶、促进集体交通、推广智能交通系统(交通

信号的集中控制)、发展交通安全设施(改善交通信号、推广使

用发光二极管交通灯)、推广自动驾驶、生态驾驶和汽车共

享，使车辆交通业务更加环保…” 

斯里兰卡 “…提高交通和车辆技术的能效(侧重于系统效率、出行效率

和车辆效率)…”；“引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图瓦卢 “…交通运输部门的排放量不断增加，这一点从陆运车辆和海

运船舶数量的增加可见一斑，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 

 

资料来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自主贡献临时登记册”。可查阅

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ages/All.aspx(2021年 8 月 25 日访问)。 

61. 此外，一些成员国致力于发展新兴技术，如合作智能交通系统、互联汽

车、智能出行、无人驾驶汽车和交通专用大数据。因此，利用智能交通技术

的良好做法遍布整个区域。一项关于在大韩民国大田和忠州之间 8.3 公里范

围内实施公共汽车信息系统的研究估计，每公里可减少 39.45 吨的二氧化

碳。
32
  莫斯科的交通管理系统使小客车每日出行次数减少了三分之一，早高

峰时段从郊区到市中心的旅行时间减少了五分之一，并使高峰时段的平均车

速提高了 16%。
33
  在中国 50个将智能交通技术应用于自行车共享计划的城市

中，自从采用该服务以来，汽车出行的总次数已经下降。在中国上海进行的

一项研究估计，仅在 2016年，共享单车的环境效益就节省了 8 358吨汽油，

 

32
 Younshik Chung, Taijin Song and Jeongwan Kim, “Reduction effect of CO2 emission 

on BIS using tier 3 methodology: a case study on Daejun-Chungjoo project”, Journal 

of the Kore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vol. 31, No. 3D (May 2011).可查阅

www.dbpia.co.kr/journal/articleDetail?nodeId=NODE01643812&language=ko_KR#none。 

33
 Business New Media, “The city will never be the same, or what ar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20 April 2020. 可 查 阅

www.vedomosti.ru/salesdepartment/2020/04/20/gorod-nikogda-ne-budet-prezhnim-

ili-chto-takoe-intellektualnie-transportnie-sistemi。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ages/All.aspx
https://www.dbpia.co.kr/journal/articleDetail?nodeId=NODE01643812&language=ko_KR#none
https://www.vedomosti.ru/salesdepartment/2020/04/20/gorod-nikogda-ne-budet-prezhnim-ili-chto-takoe-intellektualnie-transportnie-sistemi
https://www.vedomosti.ru/salesdepartment/2020/04/20/gorod-nikogda-ne-budet-prezhnim-ili-chto-takoe-intellektualnie-transportnie-sist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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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 25 240 吨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 64 吨氮氧化物排放。
34
  在澳大利

亚，在对 2021-2050 年期间多种情形的分析中，在中度情形下，在昆士兰州

东南部使用协作式智能交通系统估计将节省价值 4.483 亿澳元的燃料和价值

2.982亿澳元的排放。
35
 

62. 在次区域一级，各种举措包括智能交通组成部分。最近的范例诸如东南

亚国家联盟(东盟)智慧城市网络、2030年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运输部门战略
36
  

和东盟智能交通系统政策框架。
37
  这些举措可以成为在区域一级更广泛地部

署智能交通的基础。 

63. 本区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轻松学会新技术。例如，预计亚洲及太平

洋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将从 2019年的 20亿增长到 2025年的 27亿。
38
  因

此，预计对智能交通的需求和使用将会增加。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尤其是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在制定和实施智能交通技术方面的技术就绪方面存在差

距。一些成员国已经成为该领域的世界领导者，而其他国家仍处于采用智能

交通系统的早期阶段，或尚未启动采用过程。
39
  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有必要采取以下步骤：提高对智能交通优势的认识，特别是它在减轻负面环

境影响方面的潜力，并加强对其应用的了解；在治理方面，及时提供政策和

监管方面的支持和指导；通过在需要援助的国家建设技术专门知识和能力，

提高智能交通的技术就绪状况；促进多边共识，制定一项涵盖私营和公共部

门以及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所有参与者的战略，以确保国家内部和国家

间智能交通应用的互操作性和兼容性。 

四． 供审议的问题 

64. 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不妨根据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

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 年)，特别是其城市交通、低碳流动性和交通运

输数字化等专题领域，审议本文件中所述的政策方向、行动和活动。 

65. 在这方面，会议还不妨分享与环境可持续性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有关的

国家、双边和多边政策和举措的最新情况和部分亮点。 

__________________ 

 

34
 Yongping Zhang and Zhifu Mi,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bike-sharing: a big 

data-based analysis”, Applied Energy, vol. 220 (June 2018). 

35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ureau of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Regional Economics, Costs and Benefits of Emerging 

Road Transport Technologies, research report 146 (Canberra, 2017). 

36
 大湄公河次区域和亚行，《2030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运输部门战略：迈向无缝、高效、

可靠和可持续的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亚行，2018 年，马尼拉)。 

37
 东盟，《东盟智能交通系统政策框架：2.0 版》(2017 年，雅加达)。 

38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移动经济：亚太 2020”(2020，伦敦)。 

39
 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智能交通系统监管框架导则》。 


